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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更多前列腺、肾虚患者早日康复，本次由国家补贴
发起的【参蛾温肾口服液】特价救助活动在全国范围全面开
展，在上海、南京等地一些前期因价格昂贵无法问津的男性
患者不惜在指定药房门口连夜排起长队， 只为抓住这次千
载难逢的机会抢购到这慕名已久的绝密配方国药【参蛾温
肾口服液】；广州、大连等地更是在到货首日便被抢购一空，
致使活动被迫提前结束。 因为【参蛾温肾口服液】效果确实
太好了，而 9.9元的价格也确实让老百姓省了大钱了！

现湖南全省配额已剩余不足 9万瓶，活动很可能最后 3
天内提前结束， 有需要的患者可拨打电话 0731-84166477
提前订购，相关部门已透露本次活动绝不可能延期！

经证实【参蛾温肾口服液】对如
下人群效果显著：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生、肥大及其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困
难、尿等待、夜尿多、尿分叉、尿线细、尿无力、尿
失禁、尿道口滴白、阴囊湿冷、会阴小腹坠胀、肛
门坠胀、尿道痒痛以及阳痿、早泄等症。

■特别提示：【参蛾温肾口服液】为正宗国
药准字产品，轻症 2 疗程、重症 3 疗程内治愈，
敬告患者彻底治愈前列腺疾病请按疗程服用！

84166477、84188277
【参蛾温肾口服液】免费咨询热线：0731-（保证原装国药准字正品）

买 送30 20 买 送60 60 买 送90 120

活动还剩最后 3 天，
【参蛾温肾口服液】库存全面告急！ 最后 天3

活动即将结束，欲购从速！

请认准国家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B20040010

紧 急
通 知

图为非洲雄蛾资料照片

4虫 11草，修性腺固肾精
【参蛾温肾口服液】以非洲原产雄蛾性

腺提取物为主要成分， 同时配以 4 虫 11 草
等多味名贵中药，经酒精提纯为浓缩原液精
华。《华夏医学典籍》对【参蛾温肾口服液】描
述如下：“此方药效迅猛、药力强劲，组方成
分价格昂贵。 服用 1疗程内， 小便灼热，刺
痛，尿急，尿不尽，尿色赤黄，阴囊潮湿完全
根断；2疗程清热利湿，活血祛瘀，温肾固本，

精力旺盛；3疗程更可恢复增生腺体、益气生
精，老年得子者屡见不鲜，被誉为一方神药。”
形成强大“腺毒抗体”，一次治愈不复发！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参蛾温肾口服液】
富含“腺肽酶”，经与人体电解质结合，形成
50 倍超强渗透力，360 度全方位进入腺体脂
质包膜，有效回缩增生腺体、激活性腺机能。
并形成强大“腺毒抗体”，完全抵御病毒病菌
再次入侵，避免症状复发。

老司机身强肾不亏，
妻子偷偷乐开花！

李大哥是一名司机，40
岁，由于长时间坐着，腰酸腿
疼、排尿不畅，面对着老婆温
情脉脉，更是力不从心，每次
都是草草收兵，老婆是一脸的
埋怨。 可自从用过【参蛾温肾
口服液】，从早到晚精力旺盛，排尿顺畅有力，
夜里更是生龙活虎！ 老婆羞涩的笑着说：“这好
东西可要记得天天喝哦！

■早些时间，有个消息就被传的沸沸扬
扬：始终被列为国家前列腺肾虚治疗绝密配
方的【参蛾温肾口服液】就要对外销售了！昨
日，这个消息最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证实。

【参蛾温肾口服液】曾因其组方独特、配方
昂贵仅限内部特供， 且价格也几乎被炒成天
价。但因该方药性猛烈、药效神奇，仍然有众多
男性患者四处打听托人购买，据说曾经有人弄
到 30瓶【参蛾温肾口服液】，转手加了 5000快
钱就卖了出去， 现在一听说可以公开销售了，
更多人都在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得到……

以雄蛾性腺提取物入药来进补治病由
来已久，早在唐宋时期，就被皇室视为国宝
级珍品。 据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原
蚕雄蛾益精气，强阴道，交接不倦，亦止精。
壮阳事，止泄精、利尿清毒……雄蛾性淫，出
茧即媾，至于枯槁而已，故强阴益精用之。 ”
《本草纲目》中称雄蛾为“神虫国宝”。

【参蛾温肾口服液】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能够完全治愈前列腺肾虚等症的特效配方。
主要成分便是采用名贵珍惜的非洲原产雄
蛾性腺提取物，但由于供应有限，一直只限
定在一定级别中使用，从不对外销售，多数
前列腺、肾虚患者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但
有关【参蛾温肾口服液】的传闻却多如牛毛，
诸如不管多么严重的前列腺患者，两瓶就能
改善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等症状；许多男性
生理功能障碍的肾虚患者也能够短期彻底
康复等等。传闻越多，人们越觉得【参蛾温肾
口服液】很神秘。 以至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

一盒难求的现象，一些内部供应点一旦有了
少量现货，立刻私下转手以天价卖出，直至
相关部门出面干涉，而在北京、广州等地，能
用【参蛾温肾口服液】送礼，远比名烟名酒更
有面子、更显尊贵。

前列腺和肾虚都属我国中老年男性人
群高发病种， 传统治疗无非有两个办法，一
是以消炎为主，用西药抗生素治疗通常不彻
底、不去根；另外就是服用一些仅有免疫调
节功能的保健品，效果更是离谱！ 这种现状
引起我国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此，国家特专项划拨资金 2.56 亿元，
解决前列腺治疗特效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
】的原料引进以及批量生产问题。 后经多方

努力终于使原来每瓶（10ml 浓缩原液）高达
几百元的【参蛾温肾口服液】价格控制在 60
元以内。 本月该产品经由国家专项资金补
贴，将以每瓶 9.9 元的特别价格在湖南省内
开展大型前列腺疾病万人大救助活动，为此
相关主管部门特别发文各指定经销商：任何
单位及个人在救助活动期间，均不得私自抬
高价格，或擅自囤货，违者重罚！

湖南省内凡患有前列腺炎症、 增生、肾
虚及由此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
尽、夜尿频多或阳痿、早泄症状的患者，活动
期 间 均 可 拨 打 指 定 报 名 专 线 ：
0731-84166477， 以 9.9 元的活动特价进行
购买。无论多久的病史，多重的病情，在服用
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都会有立杆见影的
效果。即使顽固的重症患者也可在 2-3个疗
程内实现完全康复。

当年“尿频哥”，
现在能尿出近 1 米！

老夫少妻，蜜月也“疯狂”！

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国家研制、国家推广

长沙：东塘楚仁堂药房
东塘星城大药房、
五一广场平和堂药号、
火车站阿广北门药号、
红星步步高药品柜、
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品柜
东塘步步高双鹤大药房
芙蓉广场家乐福双鹤大药房、
东塘平和堂负一楼药柜
侯家塘新一佳药品柜、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
东风路楚仁堂汽车城店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药房、

河西步步高广场负一楼楚济堂、
王府井负一楼药品柜、
晚报大道庆元堂大药房
西站康寿大药房、
井湾子新一佳二楼崇源堂
井湾子大润发双鹤药房、
开福区新一佳药品柜、
伍家岭岁宝百货双鹤药房
火车站楚明堂药店、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药房、
马王堆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所
斜对面)、
新开铺康寿大药房（新一佳一楼）、

车站南路新一佳楚明堂药房、
湘江世纪城楚明堂大药房、
黄金海岸楚明堂大药房、
河西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药房、
庆元堂开福店（新河大市场斜对面）
庆元堂药房（恒盛世家正门右边）、
庆元堂德雅店（盛旺超市斜对面）、
庆元堂星城世家店、
庆元堂大药房雨花亭店、
庆元堂大药房上河店（上河国际 C
栋 115号）
惠恩堂大药房高桥店（高桥大市场
南门对面 26中旁）、

惠恩堂大药房湘江世纪城店（江湾路
湘江世纪城星江苑 10018门面）、
惠恩堂大药房双湾店、
新星小区庆元堂药房、
橙子街庆元堂药房、
开福区楚明堂黄金海岸店、
观沙岭新一佳楚明堂、
火星镇楚济堂（凌霄路 63号）、
星沙：易初莲花福海堂药房、
旺鑫大药房、
浏阳：钰华堂药房（北正中路 23号）
宁乡：神洲药号、开发药号、大润发内
福海堂大药房、望城：工农大药房；

株洲：新华书店一楼人民药店、
贺家土健康堂大药房、 平和堂
大药房、醴陵：心连心大药房、茶
陵：阳光大药房车站店、炎陵：
益康大药房、攸县：和协大药房、
湘潭：河西：贵福康药号、南盘岭
福顺昌、泽仁堂药店（湘潭宾馆
对面）、河东：福顺昌医药堂霞
光店、福寿昌医药堂（华宇大酒
店南侧）、易俗河：仁康大药房、
湘乡： 龙城药店；
益阳：家家康大药房桥南店、
南县：赤沙大药房、

安化：安化县人民大药房、
岳阳：步行街你好大药房、土
桥友谊医药商场、 泰和医药
商场、岳化：香云堂药店、
汩罗：心正大药房、平江：华
生药房、华容：益康大药房；
衡阳：古汉大药房、兴富康大
药房、江东：古汉大药房、
耒阳：济生大药房、衡山：正
一堂药铺、 西渡： 人民大药
房、祁东：洪城大药房；
常德：民康药号(北站店、桥南
华联店、东门店、德山万象店)、

桃源：民康药号、澧县：好心人大药房、
汉寿：春天大药房、津市：恒源堂大药房、
石门：广兴大药房、安乡：新麒麟堂药店；
郴州：同德堂大药房（燕泉商业广场）、
同德堂大药房（燕泉路兴之惠超市大门
口）、资兴：步行街药房、永兴：百草堂；
邵阳：时珍大药房、大德生药号三店、
邵东：中西药店、隆回：人民大药房、
洞口：新宝芝林大药房、武岗：南门口中
心大药房、邵阳县：宝庆大药房、
新宁：泰寿堂大药房、绥宁：长安大药房、
新邵：康之缘大药房；
吉首：博爱大药房、凤凰县：春意大药

房、 保靖县：医药零售总店、
龙山县：久知堂药房；
怀化：市内： 东方大药房、
新晃 ：宏明大药房、溆浦：朝阳桥
大药房、靖州：梅林路国药店、
沅陵：物茂大药房；
永州：冷水滩：五州药店、
零陵：福寿堂药店；
娄底：天天好大药房、涟源：康而
安大药房、新化：上梅大药房、
冷水江：新天地大药房、
双峰：九点堂大药房；

免费订购：0731-84166477

老韩这几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 尿急、
尿频、尿无力，小便经常尿在鞋上，朋友们笑
称为“尿频哥”。 中药西药的没少吃，可这尿
频的毛病从来没好过。自从服用了【参蛾温肾
口服液】， 才 3 天尿频的次数就明显好转啦，
尿等待、尿不净也减轻了，一个疗程下来症
状基本消失，困扰多年的老毛病两疗程就好
了，如今上公厕，距离小便池近 1 米都能尿
的进去，那个爽就别提了，哈哈。

罗教授退休后竟然迎娶
了一位小他整整 30岁的妻子，
而且今年春天喜得龙凤胎。 一
时间在街坊邻里引起轰动。 老
罗患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已
经多年了，现在竟能生育，不免
会有人说三道四。原来，罗教授退休后就开始托
关系在外地买回了【参蛾温肾口服液】，国家保
密配方，真正的国药准字药物，第一个月尿频、
尿急等毛病就没有了，三个疗程后去复查，不仅
前列腺好了，连严重的肾虚也康复了。如今老夫
少妻每天都像蜜月一般的甜蜜……

非洲雄蛾入药，组方药材名贵稀缺，
【参蛾温肾口服液】曾被炒成天价

国家专项划拨 2.56亿
解决前列腺患者用药难现状

由 国 家 出
资、国家研制的
前列腺治疗绝
密配方药物【参
蛾 温 肾 口 服
液】， 由非洲雄
蛾性腺提取物
等 4 虫 11 草名
贵组方配伍而
成， 其组方奢
华、 选材名贵、
药效迅猛，一经
公开，迅速引起
社会各界的强
烈反响。

前列腺绝密配方首度公开

国家补贴 前列腺万人救助9.9 元/

瓶

———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全面解决前列腺患者用药难现状

非洲雄蛾入药，治腺强肾真霸道！

【参蛾温肾口服液】多年来始终是国家
绝密配方，指定独家限量生产，定额内部治
疗使用。 其主方是取自极其昂贵稀有的非
洲雄蛾性腺提取物， 再配以九香虫、 淫羊
藿、人参、蛇床子、鹿茸、肉苁蓉、韭菜子、熟
地黄、巴戟天、补骨脂、菟丝子、蛤蚧、枸杞
子、肉桂等共计 4 虫 11 草。 并在生产工艺
上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透膜”工艺，使其
价格和疗效都达到了国家标准。

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
绝密配方全解密！

“参蛾温肾口服液”是国内独家生产的
国家级 OTC 甲类药物，其液体剂型吸收是
普通药物的 3-5倍。

服用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3-5 天：尿
频、尿急现象立刻改善、夜尿次数明显减少；

服用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10-15 天：
尿频、尿急、尿无力、尿滴沥等症状消失，疲
软无力、阳痿早泄性功能障碍明显减轻。

1-2 疗程：排尿正常、会阴、睾丸胀痛消
失，扫除畏寒肢冷，疲乏倦怠，增加机体细胞
活性，提升男性体能，自感年轻十岁！

3-5 疗程： 前列腺不适症状全部消失，
增强雄性激素分泌， 使男性器官二次发育，
增大、增粗、增长，阳痿早泄症状完全消失。

长期服用：夫妻生活如鱼得水，身体机
能恢复年轻态，生活充满激情！

“一急就尿裤子，
这前列腺割了算了！ ”

老宋患前列腺炎多年了，一急就得赶紧
往厕所跑，慢一点就能尿到裤子里，天气忽
冷忽热时就更是难受，几乎每天裤裆都是湿
的，老伴也整天唠叨他：“你这前列腺还是趁
早割了算了！ ”。 没想到用了国药【参蛾温肾
口服液】才一个疗程，尿频尿急的毛病就全
好了，排尿也比以前利索多了！

� “参蛾温肾口服液”是国家绝密配方由国家拨款 2.56亿研发治疗前列腺
的国药，为满足广大患者强烈要求，我市再次申请 100000 瓶开展特大救助活
动！ 仅剩最后 3天，请速订购，售完即止！

■活动每天仅限 300 名，电话订购优先！ 国药参蛾温肾口服液
每瓶 10ml 浓缩原液，由
200ml 非洲雄蛾性腺提取
物，并配 4虫 11草提纯而
成，故药力威猛、药效显著！

原价：59 元 国家补贴救助价：9.9 元 / 瓶

万人见证：【参蛾温肾口服液】到底有多神？！


